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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本人作为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

通知、指引等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

时）会议相关事项，基于独立客观判断，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收购资产的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之一：徐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徐州德煜）向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睦德）收购资产。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附属机构徐州德煜拟收购

徐州睦德持有南京宏天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宏天阳）100%股权、

持有徐州隽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隽雅）100%股权、持有的徐州

市鼎弘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徐州鼎弘）99.76%财产份额、

徐州市鼎裕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徐州鼎裕）99.91%财产份

额（以下合称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款合计人民币【24,046】万元，其中南京宏天阳 100%的

股权作价人民币【7175.25】万元，徐州隽雅 100%股权作价人民币【99.82】万元，

徐州鼎弘 99.76%的财产份额作价人民币【3,909.96】万元，徐州鼎裕 99.91%的

财产份额作价人民币【11,360.97】万元。 

该交易的价款由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星河)代徐州德

煜向徐州睦德支付，且徐州睦德接受喀什星河的远期支付安排。无论日后喀什星

河的远期支付安排是否及何时兑现，徐州睦德均不再向徐州德煜和公司主张任何

形式的支付义务。基于，截至本次会议召开日，喀什星河作为公司原控股股东尚

未向公司足额清偿资金占用款项，且喀什星河并不负有向徐州德煜清偿资金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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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项之义务，公司和徐州德煜在此确认，本次交易喀什星河代徐州德煜支付的款

项等额冲抵喀什星河应向公司偿付的资金占用额及对应的孳息，并由此产生公司

对徐州德煜的等额债权暨徐州德煜对公司的等额债务。公司与徐州德煜之间债权

债务的清偿期限和清偿方式由公司和徐州德煜另行约定，与徐州睦德和喀什星河

无涉。 

鉴于，公司董事长武剑飞持有徐州睦德 75%的股权并担任其执行董事，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 10.1.5 条第（二）项和第 10.1.3 条第（三）项的规定，公司与徐州睦德构成关

联方；喀什星河原为公司控股股东，现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根据《上

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项、第 10.1.6 条第（二）项和第 10.1.3 条第（四）

项的规定，公司与喀什星河构成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该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交易之二：喀什耀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耀灼）向星

河互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河互联）收购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喀什耀灼以人民币 1500 万元的价格收购星河互联持有的 4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以下简称投资系统）。该交易价款由喀什星河代喀什耀灼

向星河互联支付，无论日后喀什星河与星河互联的债权债务如何安排是否及何时

清结，星河互联均不再向喀什耀灼主张任何形式的支付义务。基于，截至本次会

议召开日，喀什星河作为公司原控股股东尚未向喀什耀灼足额清偿资金占用款

项，喀什耀灼在此确认，本次交易喀什星河代喀什耀灼支付的款项等额冲抵喀什

星河应向喀什耀灼偿付的资金占用额及对应的孳息。  

鉴于，喀什星河原为公司控股股东，现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第（一）项、第 10.1.6 条第（二）项和第 10.1.3 条第（四）项

的规定，喀什耀灼与喀什星河构成关联方。星河互联为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徐茂栋

控制的企业，根据《上市规则》第 10.1.5 条第（一）项、第 10.1.3 条第（三）项

和第 10.1.6 条第（二）项的规定，喀什耀灼与星河互联构成关联方。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该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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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表的意见及其依据 

1、本独立意见系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 年修订）》第 3.5.4 条的相关规定而发表。在发表本独立意见前，我们核

查了以下文件： 

（1）标的资产及其附属机构相关的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投资系统的评估

报告及相关权属证明文件； 

（2）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性文件和批准决策文件； 

（3）关于公司全资附属机构徐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

购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南京宏天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

案； 

（4）关于公司全资附属机构徐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

购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徐州隽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

案； 

（5）关于公司全资附属机构徐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

购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徐州市鼎弘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76%财产份额的议案； 

（6）关于公司全资附属机构徐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

购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徐州市鼎裕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91%财产份额的议案； 

（7）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喀什耀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收购星河互联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议案； 

（8）其他与本次重大事项相关的文件。 

2、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及评

估结果的合理性的审查意见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详细核查了有关评估事项以后，

我们现就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

关性及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发表如下意见： 

（1）本次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 

公司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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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下简称深圳鹏信)及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锋）

作为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签署了相关协议，选聘程序合规。深圳鹏信及北京中

锋均具有有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具有从事评估工作的专业资质和丰富的

业务经验，能胜任本次评估工作。除因本次聘请外，深圳鹏信和北京中锋及其评

估人员与公司、交易对方、标的资产无其他关联关系，具有独立性。 

（2）本次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本次评估假设的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进行，遵循了市场的通用惯

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3）本次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鉴于本次评估的目的系确定标的资产、投资系统于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

为公司本次收购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评估机构根据各标的资产、投资系统的特性

采用的评估方法及最终采用的评估结论适当，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4）本次评估结果具备合理性 

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

等原则，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本次评

估结果具有合理性。 

3、就标的资产对应的标的债权实质导致徐州鼎裕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董事

会审慎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以下

简称《规范运作指引》第六章第二节中“提供财务资助”的相关规定进行审议，

包括但不限于充分了解了标的债权的形成过程及偿还安排，并对武汉阳逻的基本

情况进行审查，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债权的形成 

1）徐州睦德从天风天睿受让标的债权 

2016 年 6 月 29 日，天风天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风天睿”）与武

汉阳逻签订了《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约定天风天睿以人民币柒仟伍佰万元（小写：¥75,000,000 元）从武汉阳逻处受

让《合同》附件应收账款收益权清单所列的应收账款收益权（以下简称“应收账

款收益权”），武汉阳逻应于交割日起 12 个月届满或出现特定情形时向天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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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回购应收账款收益权；后武汉阳逻与天风天睿分别于 2017 年 7 月、2018 年 7

月、2019 年 12 月签署了《补充协议》、《展期补充协议（二）》、《展期补充

协议（三）》（以下合称“展期协议”），对《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回购期限展

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及武汉阳逻应于展期期间内向天风天睿支付回购价款

本金人民币 7500 万元，及应按回购价款本金为计算基数，自 2018 年 12 月 20

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按年利率 7%支付溢价款。 

2020 年【3 】月【12】日，天风天睿、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徐州睦德”）以及武汉阳逻签订了《<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合同>

及相关协议项下合同权利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合同权利转让协议》”），

约定天风天睿将其在《合同》和展期协议项下对武汉阳逻享有的全部合同权利和

权益以人民币 81,730,000 元（大写：捌仟壹佰柒拾叁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徐州睦

德，且自《合同权利转让协议》生效后，徐州睦德即享有《合同》和展期协议项

下对武汉阳逻的所有权利和权益；及武汉阳逻确认天风天睿于《合同》及展期协

议项下的全部义务已履行完毕。 

2020 年【3】月【20】日，徐州睦德与武汉阳逻签订了《回购及价款支付协

议》，约定武汉阳逻应向徐州睦德支付回购价款本金人民币 7500 万元（小写：

¥【75,000,000】元），并应按回购价款本金为计算基数，自 2018 年 12 月 20 日

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按年利率 7%支付溢价款（以下简称“标的债权”），及

双方就回购价款支付节点及对应金额进行了相关约定。 

基于此，徐州睦德依法享有该标的债权，并有权依据《合同权利转让协议》

及《回购及价款支付协议》的约定要求武汉阳逻向其履行支付回购价款本金及相

应溢价款之义务。 

2）徐州鼎裕从徐州睦德受让标的债权 

2020 年【3】月【25】日，徐州鼎裕与徐州睦德签署《债权转让协议》，约

定徐州鼎裕以人民币 81,730,000 元（大写：人民币捌仟壹佰柒拾叁万元）的价格

受让徐州睦德于《回购及价款支付协议》项下对武汉阳逻享有的标的债权，且自

《债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标的债权自基准日起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由

徐州鼎裕享有；及徐州睦德向徐州鼎裕交付了标的债权相关文件、资料。徐州鼎

裕及徐州睦德就债权转让向债务人履行了通知义务并取得债务人的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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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的债权的偿还安排 

根据《回购及价款支付协议》之约定，武汉阳逻应于展期期间内向徐州睦德

支付回购价款本金人民币 7500 万元，及应按回购价款本金为计算基数，自 2018

年 12 月 20 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按年利率 7%支付溢价款，并按照下列时间

及进度进行支付： 

1））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武汉阳逻应向徐州睦德现金支付¥6,730,000

元（大写：人民币陆佰柒拾叁万元）； 

2））于 2021年 1月 15日或之前，武汉阳逻应向徐州睦德现金支付¥13,960,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仟叁佰玖拾陆万元）； 

3））于 2022年 1月 15日或之前，武汉阳逻应向徐州睦德现金支付¥14,550,000

元（大写：壹仟肆佰伍拾伍万元） 

4））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武汉阳逻应向徐州睦德现金支付

¥58,850,000 元（大写：人民币伍仟捌佰捌拾伍万元）。 

（3）武汉阳逻的基本情况 

武汉阳逻成立于 1997 年 10 月 22 日，鲁晴持有 100%的股权，武汉阳逻现持

有武汉市新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1 月 2 日 9 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420117724684137M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武汉市新洲区阳逻开发区阳逻

山庄，注册资本为 68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件开发、推广应用,

计算机设备批发兼零售、维修,办公自动化设备批发兼零售,建筑材料(不含化学危

险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燃料油(不含闪点在 60°以下的燃料油)、润

滑油、沥青、五金交电、家具、玉石、矿产品(不含煤及石油制品)、工艺美术品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不含文物)批发兼零售,机械配件加工、修理(依法须经审批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武汉阳逻登记状态为“存续（在

营、开业、在册）”，未受到国家机关的重大处罚、不存在重大诉讼或纠纷或存

在关闭、解散、清算或破产之情形。 

根据武汉济信源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出具的武济审字

[2019]180 号《审计报告》，武汉阳逻  2018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504,231,204.95】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62,897,497.81】元，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人民币【188,314,044.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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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武汉阳逻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名

单；经查询信用中国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发现武汉阳逻存在行政处

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以及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的情形；

经查询裁判文书网，未发现武汉阳逻存在涉诉情形。 

由此可见，武汉阳逻业务及经营状况良好，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及武汉阳逻

负债水平合理，各项偿债指标良好；加之该武汉阳逻不存在不良诚信记录，因此

武汉阳逻具备一定的履约能力，且徐州睦德对标的债权的实现承诺履行现金差额

补足义务，进一步对标的债权的实现采取了可控的措施。 

4、徐州睦德已对标的资产项下部分底层资产未过户至其附属机构作出承诺，

主要内容为： 

截至目前，徐州鼎弘持有徐州市鼎信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徐州鼎信”）99.68%的财产份额，并通过徐州鼎信而间接控制厦门象形远

教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象形股份”）6.7491%的股权（对应 14.9342

万股股份）；徐州鼎弘持有徐州市辉霖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徐州辉霖”）99%的财产份额，并通过徐州辉霖间接控制北京世纪金光半导

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金光”）0.71%股权（对应人民币 200 万元出资额）。

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由于疫情的影响，象形股份 6.7491%的股权尚未过户至徐

州鼎信名下，及，世纪金光 0.71%的股权尚未过户至徐州辉霖名下。 

徐州鼎裕持有徐州市鸿儒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徐州

鸿儒”）【99】%的财产份额，并通过徐州鸿儒而间接持有北京新锐移动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锐移动”）4.32%的股权（对应 129.7076 万元出资额）；

徐州鼎裕持有徐州市嘉恒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徐州嘉

恒”）【99】%的财产份额，并通过徐州嘉恒间接持有青岛索引翱申教育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索引教育”）5.5556%的股权（对应 142.8571 万元出资额）；

徐州鼎裕持有徐州市荣晋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徐州荣

晋”）【99】%的财产份额，并通过徐州荣晋而间接持有华艺生态园林股份有限

公司【0.83】%的股权（对应 100 万股股份）；徐州鼎裕持有徐州隽武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隽武”）【100】%的股权，并通过徐州隽武间接持

有常州网拍天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拍天下”）25%的股权（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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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万元出资额）和环球雅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雅途”）0.55%

的股权（对应 55 万元出资额）；及徐州鼎裕对武汉市阳逻中扬贸易有限公司享

有债权，即回购价款本金人民币 7,500 万元，以及以回购价款本金为基数，自 2018

年 12 月 20 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按年利率 7%计算的回购溢价款）、担保权

利（如有），以及由此派生或与此有关的其他法定或约定的附属权利、权益。截

至目前，华艺园林 0.83%的股权已过户至徐州荣晋名下，网拍天下 25%的股权已

过户至徐州隽武名下，环球雅途 0.55%的股权已过户至徐州隽武名下，但由于疫

情的影响，新锐移动 4.32%股权尚未过户至徐州鸿儒名下，及，索引教育 5.5556%

股权尚未过户至徐州嘉恒名下。 

徐州睦德承诺，无论疫情未来持续的影响程度为何，至迟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完成象形股份 6.7491%的股份过户至徐州鼎信名下、世纪金光 0.71%的股权过

户至徐州辉霖名下、新锐移动 4.32%股权过户至徐州鸿儒名下，以及索引教育

5.5556%股权过户至徐州嘉恒名下的等工作。如届时任一股权（股份）过户不能

完成，徐州睦德将以等值资产或现金予以置换。具体而言，如系以等额现金置换，

徐州睦德将至迟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将该等货币资金支付予徐州德煜；如系以等

额资产置换，徐州睦德至迟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配合徐州德煜完成该等资产的审

计和/或评估工作，履行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程序，并将用以置换的等

额资产过户于徐州鼎信/和或徐州辉霖/和或徐州鸿儒/和或徐州嘉恒名下。 

（三）本次重大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已取得我们的事前

书面认可。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已审议批准《关于公司全资

附属机构徐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持有南京宏天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关于公司全资附

属机构徐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持有徐州隽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关于公司全资附属机

构徐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

有的徐州市鼎弘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76%财产份额的议案》、《关

于公司全资附属机构徐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徐州睦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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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徐州市鼎裕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91%财产份

额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喀什耀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收购星河互联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议案》（以下合称收购资产议案），关联

董事武剑飞、李武、姜学谦已回避表决。其中，除《关于公司全资附属机构徐州

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徐

州市鼎裕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91%财产份额的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均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过半数通过，《关于公司全资附属机构徐州市德煜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徐州市鼎裕

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91%财产份额的议案》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

事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审议收购资产议案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通知、指引等规定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议案尚需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

喀什星河应回避表决。 

（四）对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1、徐州德煜此次收购标的资产，该等资产项下控制的底层资产均为少数股

东权益，包括徐工机械（主营业务工程起重机械、铲运机械、压实机械、混凝土

机械、路面机械、消防机械、其他工程机械及工程机械备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0.2072%股份、象形股份（主营业务为学历教育服务、软件销售以及线下零售服

务）6.7491%的股权、世纪金光（主营业务为碳化硅单晶片、碳化硅器件、碳化

硅同质 SIC 外延片、IGBT 模块及其他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0.71%股权、

新锐移动（主营业务为演出经纪机构）4.32%的股权、索引教育（主营业务为教

育咨询、海外招生代理）5.5556%股权、华艺园林（主营业务为从事风景园林建

设、保护与管理；园林与旅游景观的规划、设计、研发；园林植物与非园林植物

资材的生产、销售等三大业务）0.83%的股份、网拍天下(主营业务是为品牌商及

零售商提供商品内容数据服务)25%的股权、环球雅途(主营业务为区域旅游目的

地智慧化运营服务提供商)0.55%的股权，其中徐工机械为上市公司，华艺园林为

新三板挂牌企业。 

我们认为，徐州德煜收购的该等的少数股东权益，与公司目前创业及创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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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投资的业务相符，未来可以通过多种退出方式实现投资收益。 

公司收购的标的资产中对应的标的债权，债务人武汉阳逻具备一定的履约能

力，且徐州睦德对标的债权的实现承诺履行现金差额补足义务，进一步对标的债

权的实现采取了可控的措施。我们认为，标的债权可收回的债权可以增强公司的

现金流。 

本次收购投资系统涉及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包括但不限于发表权、署名权、

修改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翻译权以及其他原由星河

互联享有的全部权利，标的资产权属清晰。 

我们认为，喀什耀灼收购投资系统主要系用于投资业务系统，与公司创业投

资及创业投资服务业务具有相关性。 

2、本次交易价款由喀什星河代为支付，并等额冲减公司和喀什耀灼对喀什

星河和徐茂栋及其关联方的债权，对公司和喀什耀灼挽回喀什星河和徐茂栋给公

司造成的损害具有积极影响。 

3、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系依据各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在我们对本次交易聘请

的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及评估结果的

合理性的审查后认为，该评估值可以客观的反应各标的资产现时的市场价值，因

此，本次交易的定价不存在显著不公允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交易待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本次

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规则、通知、指引等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临

时)会议已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我们认为，公司

依据国家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

〔2019〕16 号）、《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

会〔2017〕22 号）的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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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

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签字）：海洋  高岩 孔全顺  

2020 年 4 月 7 日 


